
北歐挪威+冰島 深度 14 天之旅 

【行程航班】 

日 期 航 空 公 司 起 程 地 起 飛 時 間 目 的 地 抵 達 時 間 

第 一 天 (6/10) 國泰航空 CX531 台北 20:00 香港 21:55 

第 二 天 (6/11) 芬蘭航空 AY100 香港 00:25 赫爾辛基 06:00 

第 二 天 (6/11) 芬蘭航空 AY951 赫爾辛基 07:35 哥本哈根 08:15 

第 二 天 (6/11) 北歐航空 SK1876 哥本哈根 20:55 史塔萬格 22:05 

第 七 天 (6/16) 北歐航空 SK1327 奧勒松 18:55 奧斯陸 19:50 

第 八 天 (6/17) 冰島航空 FI323 奧斯陸 13:25 雷克雅未克 14:00 

第十三天 (6/22) 冰島航空 FI342 雷克雅未克 07:30 赫爾辛基 13:50 

第十三天 (6/22) 芬蘭航空 AY099 赫爾辛基 23:45 香港 14:30+1 

第十四天 (6/23) 港龍航空 KA482 香港 1815 台北 2010 

第一天 6/10(日) 台北／香港 

    航班:台北/香港國泰航空（20:00 一 21：55）須出境，重掛行李 

 

早餐：X 午餐：X 晚餐：機上 

住宿：機上 
 

第二天 6/11(一) 香港／赫爾辛基（芬蘭）／哥本哈根（丹麥）／史塔萬格（挪威） 

航班：香    港／赫爾辛基 AY100 00:25－06:00 

      赫爾辛基／哥本哈根 AY951 07:30－08:15 

          哥本哈根／史塔萬格 SK1876  20:55－22:05 

香港／赫爾辛基／哥本哈根 

抵達哥本哈根後驅車參觀：克倫波古堡、佛萊德瑞克斯古堡（入內參觀），吃完午飯後下午參觀：

美人魚雕像、卡菲茵噴泉、阿馬林堡宮廣場（皇宮廣場）、克里斯蒂安堡宮（國會）、市政府，後

前往機場飛往史塔萬格並夜宿於此。今晚順便準備明天爬山的拐杖。 

參考距離：市政府－8KM（22 分）機場 

  

克倫波古堡解説一之 2 佛萊德瑞克斯古堡解説一之 1 



  

美人魚雕像解説—之 4 卡菲茵噴泉解説一之 5 

  

阿馬林堡宫廣場（皇宫廣場）解説一之 6 克里斯蒂安堡宫（國會）解説—之３ 
 

早餐：機上 午餐：北歐風味餐 晚餐：中式七菜一湯 

住宿：CLARION HOTEL ENERGY（4 星） 

 

第三天 6/12(二) 史塔萬格～Tau－聖壇岩－Hjelmelandsvagen～Nesvik-Sand 

到碼頭搭乘渡輪（08:40－09:20）前往 Tau，從停車場爬山到聖壇岩，在此處欣賞風景及吃午餐

後住返，希望 15:30 回到停車場。之後到 Hjelmelandsvagen 搭乘渡輪（17:15－17:30）至

Nesvik，今晚夜宿於 Sand。 
 

參考距離：Tau 碼頭－（20KM 約 30 分）－Pulpit Rock Parking－（4KM 約爬山 2 小時）－聖

壇岩－Pulpit Rock Parking－（56KM 約 1 小時 10 分）－Hjelmelandsvagen－（搭渡輪約 15

分）-Nesvik－（42KM 約 50 分）-Sand 

  

聖壇岩解説三 聖壇岩解説三 


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敬請自理每人發 10 歐元 晚餐：飯店內北歐風味餐 

住宿：RYFYLKE FJORDHOTEL（3 星） 

 

第四天 6/13(三)  Sand－Skare－佛斯－卑爾根 

從 Sand 搭車前往 Skare，走路至 Latefossen Waterfall 瀑布賞景及照相約 30 分，希望 10:30

離開。接著前往 Kvernabekken Park 俯瞰哈丹格大橋，休息 30 分後至佛斯吃午餐。接著驅車前

往卑爾根後，搭纜車至佛洛依山的觀景台俯瞰卑爾根市景。 
 

參考距離：Sand－（93KM 約 1 小時 40 分）-Skare－（走路約 20 分）-Latefossen Waterfall

－（73KM 約 1 小時 25 分）－Kvernabekken Park－（36KM 約 35 分）-佛斯－（102KM 約 1

小時 35 分）－卑爾根 

  

Latefossen Waterfall 瀑布 哈丹格大橋解説四 

  

觀景台俯瞰卑爾根市區解説五之 3 白色木造房舍解説五之 2 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北歐風味餐 晚餐：飯店內北歐風味餐 

住宿：THON HOTEL ROSENKRANTZ（4 星） 

 

  



第五天 6/14(四) 卑爾根－佛斯－佛洛姆－古德凡根－史凱 

早上遊布里根區的古老市街、漁貨市場、白色木造房舍等，09:20 離開卑爾根到佛斯，搭乘景觀

火車（11:20－13:13）至佛洛姆。之後搭船（14:00）遊納柔依峽灣，於 16:00 到達 Gudvangen，

至 Fadnes 搭渡輪（17:30）到 Mannheller，夜宿於 Skei。 
 

參考距離：卑爾根－（102KM 約 1 小時 35 分）佛斯－（搭乘景觀火車約 2 小時）佛洛姆－（搭

乘船遊約2小時）-Gudvangen－（68KM約1小時10分）-Fadnes坐渡輪至Mannheller-（83KM

約 1 小時 30 分）-Skei 

  

景觀火車沿路的風光解説六 景觀火車路上的瀑布解説六 

 

搭船遊納柔依峽灣解説七 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敬請自理每人發 10 歐元 晚餐：飯店內北歐風味餐 

住宿：THON HOTEL JOELSTER（4 星） 

 

  



第六天 6/15(五) Skei－Briksdal－Hellesylt－翁達爾斯內斯 

早上前往 Briksdal，搭小車至约斯達冰河参觀冰川，希望 10:30 離開。從 Briksdal 前往 Hellesylt，

並在此享用午餐，之後搭船（14:00）遊蓋倫格峽灣，15:05 到蓋朗厄爾，休息 30 分照相，接著

走（老鷹之路）前往 Omesvingen-eagle Road 觀景 30 分，搭乘渡輪走（精靈之路）在 The Trolls 

Path Viewpoint 觀景 40 分鐘，希望 19:00 到達翁達爾斯內斯住宿。明天須爬 200 多階的階梯，

有須要拐杖者，請準備。 
 

參考距離：Skei－（81KM 約 1 小時 30 分）Briksdal－（88KM 約 1 小時 35 分）-Hellesylt－

（搭船約 1 小時 5 分）-蓋朗厄爾－（28KM 約 41 分）-Eidsdal－搭乘渡輪至對岸-走精靈之路

（54KM 約時 1 小時 10 分）－翁達爾斯內斯住宿 

  

老鷹之路的觀景台俯瞰峽灣解説十 精靈之路的觀景台俯瞰風景解説十 

  

搭小車至冰川解説八 约斯達冰川解説八 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北歐風味餐 晚餐：飯店內北歐風味餐 

住宿：GRAND HOTEL BELLEVUE（4 星） 

 

  



第七天 6/16(六) 翁達爾斯內斯－奧勒松／奧斯陸 

參考航班：奧勒松／奧斯陸 SK1327 18:55－19:50 

早上驅車至奧勒松，到 Bylanpen Viewpoint 俯看奧勒松整個城市，接著吃午餐及市區觀光、購

物。下午 3 點前往 Alnes Fyr 燈塔，4：30 前往機場飛至奧斯陸，抵達奧斯陸後住宿過境旅館或

機場附近旅館。今晚順便將泳衣準備至隨身携帶的背包内，以便明天泡温泉，較貴重物品也要妥

為放置 
 

參考距離：翁達爾斯內斯－（108KM 約 1 小時 40 分）-奧勒松－（20Km 約 24 分）-Alnes Fyr

燈塔-（22KM 約 30 分）一奧勒松機場 

  

景觀台俯瞰奧勒松城市解説十一 奧勒松城市街景解説十一 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北歐風味餐 
晚餐：敬請自理 每人發 10 歐

元 

住宿：SCANDIC OSLO AIRPORT（4 星） 
 

第八天 6/17(日) 奧斯陸／雷克雅未克（冰島）- 藍潟湖－雷克雅未克市區-SELFOSS 

參考航班：奧斯陸／雷克雅未克 FI323 13:25－14:00 

今天好好睡到自然酲，養足精神，再到機場搭機前往冰島的雷克雅未克機場，抵達後前往藍潟湖

泡温泉，大約 1 個半小時後離開，之後前往雷克雅未克市區觀光：Harpa 音樂會議中心、市政

廰、國會樓、霍爾格林大教堂、珍珠樓。大約 19：00 晚餐，19：40 離聞，接著，今晚於住宿

於 SELFOSS。 

  

Harpa 音樂廰解説十二之 a 哈爾格林大教堂解説十二之 c 



 

藍潟湖泡温泉解説十三 

  

參考距離：機場－(21KM20 分)-藍潟湖－(48KM 約 40 分) -雷克雅未克市區-(52KM 約 44 分

-)SELFOSS 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敬請自理每人發 10 歐元 晚餐：中式七菜一湯 

住宿：HOTEL SELFOSS（4 星） 
 

第九天 6/18(一) SELFOSS－塞里雅蘭瀑布－史可加瀑布－維克～黑沙灘－傑古沙龍

冰河湖－Hornafjordur 

早上 08：30 驅車前往塞里雅蘭瀑布，大約 10：30 離開，之後參觀史可加瀑布，大約 12：00

離開，接著前往維克吃午餐，餐後遊黑沙灘，大約 14：30 離開，前往傑古沙龍冰河的瀉湖乘坐

水陸兩用船，希望 18：40 分離開，接著前往 Hornafjordur。今晚順便將泳衣準備至隨身携帶

的背包内，以便明天泡温泉，較貴重物品也要妥為放置。  
 

參考距離：SELFOSS－（70KM 約 57 分）-塞里雅蘭瀑布－（29 KM 約 25 分）-史可加瀑布－

（34 KM 約 29 分）黑沙灘－（192 KM 約 2 小時 23 分）-傑古沙龍冰河湖－Hornafjordur（74KM

約 56 分） 

   

塞里雅蘭瀑布解説十四 史可加瀑布解説十五 黑沙灘解説十六 

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乘坐水陸兩用船解説十八 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冰島風味餐 晚餐：飯店內冰島風味餐 

住宿：LILJA GUEHTHOUSE 
 

第十天 6/19(二) Lilja Guesthouse－埃伊爾斯塔濟－Dettifoss 瀑布－米湖-Laugar 

早上 8：20 前往埃伊爾斯塔濟，並且在此吃午餐，希望於 12:40 離開。之後參觀 Dettifoss 瀑布。

希望於 16:10 離開。接著到米湖泡温泉，希望於 18:40 離開，夜宿於 Laugar 旅館。今晚準備坐

船時會暈船的暈船藥。 
 

參考距離：－Lilja Guesthous（210KM 約 3 小時 10 分）-埃伊爾斯塔濟－（163 KM 約 1 小時

58 分）－Dettifoss 瀑布－（66 KM 約 70 分）-米湖泡温泉處－（41 KM 約 36 分）-Hotel  Laugar  

  

Dettifoss 瀑布解説十九 米湖天然温泉解説二十 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冰島風味餐 晚餐：飯店內冰島風味餐 

住宿：HOTEL LAUGAR 
 

第十一天  6/20(三)Hotel Laugar－Godafoss 瀑布－胡薩维克－Hvitserkur－

Hvanneyri 住宿 

早上 08：00 分前往參觀 Godafoss 瀑布，8：50 離開，希望 9:40 到達胡薩維克坐 10：00 船，

出海賞鯨，12：30 吃午餐，希望於 13:30 離開。接著前往 Hvitserkur 恐龍石参觀，途中在

Varmahlid N1 gas Station 休息 15 分鐘，希望於 17:40 到達，18：00 離開，今晚夜宿於

Hvanneyri。今晚順便準備明天騎雪上摩托車時是否須帶墨鏡。 
 



參考距離：住宿－（14KM 約 13 分）-Godafoss 瀑布－（47 KM 約 36 分）胡薩维克－（185 KM21

小時 30 分）-Varmahlid N1 Gas Station －（111 KM 約 1 小時 30 分）-Hvitserkur－（156 KM

約 2 小時）－Hvanneyri 住宿 

  

Godafoss 瀑布解説二十一 坐船出海賞鯨解説二十二 

 

Hvitserkur 恐龍石解説二十三 
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冰島風味餐 晚餐：飯店內冰島風味餐 

住宿：HOTEL SOL Hvanneyri 
 

第十二天 6/21(四) Hvanneyri－國會斷崖 - 間歇泉－黃金瀑布－雪上摩托車-旅館 

早上 08：00 驅車前往參觀國會斷崖，大約參觀 50 分，之後驅車前往間歇泉參觀，接著到黄金

瀑布處吃午餐至 13:00，之後，接著出發體驗雪上摩托車約 1 小時，回程再參觀黄金瀑布 4~50

分。大約在 19: 00 抵達飯店，今晚住宿於機場附近旅館。 
 

參考距離：Hvanneyri－（95KM 約 1 小時 18 分）-國會斷崖－（61KM 約 56 分）-間歇泉－（9KM

約 10 分）-黄金瀑布-（28KM 約 40 分）-雪上摩托車站-黄金瀑布-（162KM 約 2 小時 13 分）

-機場附近旅館】 

 

 



  

間歇泉解説二十五 黄金瀑布解説二十七 

 

騎雪上摩托車解説二十六 

 

國會斷崖解説二十四 
 

早餐：飯店內早餐 午餐：冰島風味餐 晚餐：飯店内冰島風味餐 

住宿：PARK INN BY RADDISON REYKJAVIK KEFLAVIK AIRPORT （4 星） 

第十三天 6/22(五) 雷克雅未克／赫爾辛基 

參考航班：雷克雅未克／赫爾辛基 FI342 07:30－13:50 

赫爾辛基／香港 AY099 23:45－14:30+1 

今日飛往赫爾辛基，接著出境抵達市區参觀，希望 15:20 抵達市區。接著先参觀 a：烏斯佩斯基

大教堂、b：露天市場、在露天市場旁碼頭搭船（16:40）或（17：00）至芬蘭堡，船行 15 分

就到達，希望搭 18:20 回來或下一班船，時間够的話，接著參觀 Old Market Hall、、赫爾辛基

座堂及旁邊的参議院廣場，於 19：30 吃晚餐，希望 20:30 離開去機場。（以上之行程是飛機不

能 delay） 
 

參考距離：機場－（20KM 約 23 分）-市區 



 

芬蘭堡解説二十八 
 

早餐：餐盒 午餐：敬請自理每人發 10 歐元 晚餐：中式七菜一湯 

住宿：機上 
 

第十四天 6/23(六) 香港／台北 

       香港一台北（18：15 一 20：10）搭港龍航空 482 班機。 
 

早餐：機上餐 午餐：機上餐 晚餐：敬請自理 

住宿：溫暖的家 
 

 


